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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兔肉中嗜冷菌的分离鉴定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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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冷藏兔肉中分离出10 株嗜冷菌，用16S rDNA对菌株进行鉴定。B25为沙雷氏菌（Serratia），其他9 株

为假单胞菌（Pseudomonas）。采用薄层层析法检测10 株菌的产生生物胺能力，检测到B25可产生多种生物胺，其
他9 株没产生生物胺。将B25菌接到加氨基酸前体的假单胞菌肉汤培养基中培养24 h，经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该菌
株产生生物胺的种类和含量。最终测得该菌株可产生腐胺、苯乙胺和尸胺，产生这3 种生物胺的能力均比较强，测
得腐胺的含量为0.41 mg/mL，尸胺的含量为0.23 mg/mL，苯乙胺的含量为0.05 mg/mL。因此，该菌对冷藏兔肉产品
的质量安全威胁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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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n psychrotrophic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refrigerated rabbit meat and identified with 16S rDNA sequencing.
B25 was identified as Serratia, and nine other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as Pseudomonas. The amount of biogenic amines
produced by these 10 strains was detected by thin-layer chromatography. B25 strain could produce a variety of biogenic
amines, while the other nine strains could not produce any biogenic amine. B25 was inoculated into Pseudomonas broth
with amino acid precursors and incubated for 24 hours. The biogenic amines produced by B25 strain were determin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rain had strong ability to produce
putrescine, phenylethylamine and cadaverine which were determined to be 0.41 mg/mL, 0.05 mg/mL and 0.23 mg/mL,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strain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refrigerated rabbit mea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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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肉具有特殊的营养保健价值，受到了古今中外

蓝耳病等疾病时有发生，使人们对肉类消费愈来愈小心[2]，

的营养学家及医学家们的重视。宋代苏东坡说过：“兔

然而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兔肉消费量稳步上升，兔

子处处有之，为食品之上味也。”《本草纲目》记载：

肉价格稳步上涨。

“兔肉性寒味甘，具有补中益气，止渴健脾，凉血解热

生物胺是一类含氮的脂肪族或杂环类低分子化合

毒，利大肠之功效”。与其他肉类相比，兔肉具有高蛋

物，食品中的生物胺主要是游离氨基酸经由微生物的脱

白、高烟酸、高消化率、低脂肪、低热量、低胆固醇等

羧酶产生脱羧作用而产生的。生物胺是生物机体内的正

特点，是理想的营养、保健、美容肉食品[1]。近些年来，

常活性成分，少量的生物胺是对人体有益的，可以促进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瘦肉精、禽流感、猪口蹄疫、猪

生长和代谢，增强肠道系统免疫活性，并在神经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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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活性[3]。人体摄入过量的生物胺会产生头痛、恶心、
呼吸困难、高血压或低血压等中毒症状，已经有多例由
于食品中存在过量生物胺而引起的中毒病例[4]。因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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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获得16S rDNA。
将测序获得的16S rDNA序列提交GenBank进行BLAST相

究食品中的生物胺显得非常必要，不仅可以有效防止食

似序列检索，从GenBank中找到相似菌株。
1.4
薄层层析法（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TLC）对

品腐败变质，还可以防止人体摄入过量生物胺而中毒，

生物胺的产生进行分析

从而保证人体健康。

1.4.1

本实验从冷藏兔肉中分离出嗜冷菌，对其进行分析
鉴定，并对分离菌株的产生物胺能力进行检测。为评价
嗜冷菌在冷藏兔肉中的致腐作用提供一定的基础数据。
l

用50 g/L三氯乙酸（trichloroacetic acid，TCA）配成
5.0 mg/mL的各生物胺标准储备液；用储备液配制各单标
的质量浓度为100 μg/mL。
1.4.2
样品衍生处理[7]
取经16S rDNA鉴定后的发酵菌液1 mL于EP管中，

材料与方法

1.1

标准溶液的配制[6]

材料与试剂
兔肉样品为市售现宰新鲜兔肉，托盘包装置于4 ℃

保藏2 d后均匀取样。
色胺（tryptamine，TRY）、苯乙胺（phenylethylamine，
PHE）、腐胺（putrescine，PUT）、尸胺（cadaverine，

2 500 r/min、4 ℃离心10 min后，取500 µL上清液，再依
次加入0.25 mol/L的Na 2HPO 4 500 µL，2 mol/L的NaOH
50 µL，2.5 mg/L的丹黄酰氯1 mL，用锡箔纸包起来置于
水浴锅55 ℃衍生1 h后，4 ℃避光保存。
1.4.3
展开及显色[8]
展开剂组分为氯仿-乙醚-三乙胺（8∶1∶2，V/V）展

CAD）、组胺（histamine，HIS）、酪胺（tyramine，

开前加入25 mL预饱和30 min，点样量2 µL，间隔1 cm，

TYR）、精胺（spermine，SPD）、亚精胺（spermidine，

待样点干燥后，置入展开槽内，待展开剂扩展到距样点
9 cm处取出，通风厨内干燥，置全自动凝胶成像分析系

SPM）标准品

美国Sigma公司；丹磺酞氯、丙酮、乙

腈（均为色谱纯）；其余均为化学纯。
1.2
仪器与设备

统紫外灯下显色，拍照。
1.5
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戴安Ultimate-3000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VWD3000紫外检测器，Chromeleon色谱管理系统软件，LPG-

chromatography，HPLC）对生物胺产生菌的代谢产物鉴定

3400SD四元分析泵，WPS-3000SL自动进样器）

美国Welch公司；台式

准 确 称 取 T RY 、 β - P H E 、 P U T 、 C A D 、 H I S 、
TYR、SPD和SPM各50 mg，用 0.4 mol/L的HClO4定容到

德国Herolab公司；JS-680C全自动凝

50 mL，配成1 mg/mL储备液备用。分别取以上标准品

Dionex公司；Xtimate C18色谱柱
高速冷冻离心机
胶成像分析仪
1.3
方法
1.3.1

美国

上海培清科技有限公司。

嗜冷菌的分离和纯化
采用GB/T4789.17—200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品检验》的方法对兔肉进行取样和检测，培养
基采用假单胞菌分离琼脂，30 ℃培养24 h，传代培养，
直至分离出单菌落。
1.3.2
嗜冷菌的16S rDNA序列分析
挑选10 株特征性菌株，用假单胞菌肉汤培养基，
30 ℃、130 r/min摇床振荡培养12 h。分别取3 mL发
酵菌液并按照天根公司的细菌DNA提取试剂盒说明
书提取菌株的基因组DNA。对提取的DNA进行聚
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1.5.1

标准溶液的配制

储备液，用0.4 mol/L HClO4配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2.5、
5.0、10.0、25.0、50.0、100 µg/mL的混合标准溶液，铝
箔避光、4 ℃冰箱保存备用[9]。
1.5.2
样品处理[10]
取经薄层层析检测出生物胺的样品的发酵液1 mL
接种到加氨基酸前体的假单胞菌肉汤培养基中，
30 ℃、 130 r/min 摇床振荡培养 12 h 。取 10 m L 发 酵
菌液，加入20 mL 0.4 mol/L HClO 4 匀浆，冷冻离心
机4 ℃、2 500 r/min离心10 min，沉淀部分如上述方法
再提取1 次，收集2 次上清液用0.4 mol/L HClO 4定容到
50 mL，0.22 μm有机膜过滤，避光冷藏。
1.5.3

标准及样品溶液的衍生化[10]

扩增，引物为16S rDNA通用引物，正向引物16SF

分别取上述1 mL标准及样品溶液，加入200 μL 2 mol/L
NaOH溶液使之呈碱性，然后加入300 μL的饱和NaHCO3

（5’-AGAGTTTGATCCTGGCTCAG-3’）和反向引物
16SR（5’-CTACGGCTACCTTGTTACGA-3’） [5]。PCR

溶液进行缓冲，再加入2 mL丹酰氯溶液（10 mg/mL
丙酮为溶剂），混匀，置于40 ℃水浴避光反应30 min，

反应条件：94 ℃预变性5 min；94 ℃变性0.5 min，58 ℃
退火0.5 min，72 ℃复性0.5 min，30 个循环；72 ℃延伸

结束后加入100 μL的氨水中止反应（去除残留的丹酰
氯），最后用乙腈定容到5 mL，此时混合标准溶液被

7 min。PCR产物经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PCR产物送至

稀释5 倍，质量浓度分别为0.5、1.0、2.0、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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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µg/mL；样品溶液被稀释25 倍。检测前用0.22 μm的
有机滤膜过滤。
检测结果以标准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1.5.4
色谱分析

※生物工程

性高达99%。其他9 株菌为假单胞菌。A4和Pseudomonas
p r o t e g e n s 相 似 性 高 达 1 0 0 % ， A 11 和 荧 光 假 单 胞 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相似性高达99%，A25和荧
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相似性为99%，
C2和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相似性

采用液相色谱系统，检测波长254 nm，进样量
20 μL，柱温30 ℃，流动相A为水，B为乙腈，采用梯度

为100%，C3和Pseudomonas protegens相似性为100%，
D36和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相

洗脱程序。

似性为100%，E20和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 相似性为100%，F56和Pseudomonas

2

gessardii相似性为100%。

结果与分析

2.3
2.1

TLC法检测生物胺结果

冷藏兔肉中嗜冷菌的分离

PHE TYR CAD HIS SPM PUT TRY SPD

从冷藏兔肉中分离到单菌落，从中挑选10 株特征
性菌落。其中有一株菌落表面发黄、发亮、湿润、菌落
较大，将其命名为B25；其他9 株菌落光滑、湿润、半
透明、中等大小，分别将其命名为A4、A11、C2、C3、
D36、E20、F9、F56。
2.2

16S rDNA序列测定
a

M 1 2 3 4 5 M
图2
Fig.2

1 500 bp

8 种生物胺标样的TLC分析结果
TLC of 8 biogenic amine standards

1 2 3 4 5 6 7 8 9 10

b

M

6

B

7 8 9 10 11 12 M

A
1 500 bp

泳道1～10分别代表样品A4、A11、A25、C2、
C3、D36、E20、F9、F56、B25薄层层析结果。

M. DNA Marker5000；泳道1～4、7～12分别是菌株

图3

A4、A11、A25、F9、F56、E20、D36、C3、C2、
B25的16S扩增结果；泳道5和6是空白样扩增结果。
图1
Fig.1

样品PCR扩增结果
PCR ampliﬁcation results

由图1a可知，4 个分离菌株样品（A4、A11、A25、
F9）经扩增后均得到长度为1.5 kb左右的16S rDNA片

10 个样品的TLC分析结果

Fig.3

TLC of 10 samples

由图2可知，各个标样薄层层析条带清晰，亮斑较
亮可以用来初步检测样品中生物胺的种类。由图3可知，
10 个样品中只有10号样品（B25）检测到生物胺，并且
可以看到有两个亮斑，与图2标样对比发现，其中一个亮

段，而5号泳道的空白样也在1.5 kb的位置出现微弱亮

斑A比较亮，可能是腐胺；另一个亮斑B不太亮，可能是

斑，可能是临近样品漂移的结果。为了防止这种结果，

尸胺。
2.4
HPLC测定生物胺方法的建立

把空白样和样品隔一条泳道进行点样（图1b）。6 株分
离菌株样品DNA（F56、E20、D36、C3、C2、B25）经
PCR扩增后进行电泳检测，6 个样品均扩增出了1.5 kb的

2.4.1

8 种生物胺标样的定性分析

16S rDNA片段，而空白样中无亮斑。上述10 个样品PCR

有效分离，且峰型对称，没有拖尾等现象，因此可以采

产物经全序列测定后与GenBank中已知序列比对，发现
B25菌与格氏沙雷氏菌（Serratia grimesii）相似，相似

用此条件对样品中的生物胺进行分析。可得出各组分的
保留时间，并且使用该流动相可在7 min内将溶剂峰及其

由图4可知，在实验选取的色谱条件下，各生物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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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杂峰全部洗脱出来，21 min内可将8 种生物胺全部分析

用16S rDNA方法鉴定其菌种。采用薄层层析的方法检测

结束。

10 个样品产生物胺的能力，发现有一样品（B25）产生
亮斑。该样品产生两个亮斑，对应的生物胺为腐胺和尸

mAU

3 000

胺，其中腐胺对应的亮斑比较亮。为了更精确，定量测

2 000
1 000

ˉ500

2.4.2

生物胺种类和含量。结果显示该菌有较强的产生生物胺
的能力，培养24 h后该菌产苯乙胺含量0.05 mg/mL，腐胺
含量0.41 mg/mL，尸胺含量为0.23 mg/mL。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䰤/min

生物胺混合标准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HPLC chromatogram of mixed biogenic amine standards

（Enterobacteriaceae）、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8 种生物胺标样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

将质量浓度分别为0.5、1.0、2.0、5.0、10.0、
20.0 µg/mL的混合标准溶液依次进样，以所得峰面积（Y）
对应相应标准溶液的质量浓度（X，µg/mL）作标准曲
线，并计算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表1
Table 1

目前对嗜冷菌如假单胞菌进行的研究发现，假
单胞菌是可以产生生物胺的。另外，在一些肠杆菌科

图4
Fig.4

定其产生物胺的能力，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该样品

PUT
CAD
PHE

8 种生物胺标样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

Regression equations, coefﬁcients and detection limits of eight
biogenic amine standards
生物胺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R2）

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
微球菌属（Micrococcu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
细菌中均有氨基酸脱羧酶[11]。赵中辉等 [12]发现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spp.）等8 种菌均可产生组胺。Kankim[13]
和Auerswald [14]等也发现假单胞菌是水产品中发现最多
的组胺菌属之一。Slemr等 [15] 则认为假单胞菌主要产
生腐胺。Beutling [16] 发现肠球菌（Enterococcus）、乳
酸菌（Lactococcus）、假单胞菌（Pseudomonas）产
生了酪胺，而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芽孢杆
菌（Bacillus）、大肠杆菌（Escherichia）、哈夫尼菌

TRY

Y=1.909 3X－0.306 1

0.999 6

β-PHE

Y=2.330 8X－0.738 4

0.999 9

（Hafnia）、沙门氏菌（Salmonella arizonae）、沙雷氏
菌（Serratia marcescens）却没有产生。本实验中假单胞

PUT

Y=5.964 8X＋0.634 0

0.999 8

CAD

Y=4.695 5X＋0.325 0

0.999 9

HIS

Y=2.520 3X－0.347 4

0.999 2

TYR

Y=3.916 9X＋0.459 4

0.999 6

SPD

Y=5.110 2X－0.674 5

0.999 2

SPM

Y=4.396 6X－4.335 0

0.999 3

mAU

稳定期，没产生次级代谢产物生物胺；也可能是薄层层
析时选择的样品质量浓度太低。
目前对沙雷氏菌属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食品中沙雷
氏菌的研究。沙雷氏菌（Serratia）隶属于肠杆菌科，是

3 000

一类兼性厌氧杆状细菌，在LB固体培养基上25～30 ℃
培养1～2 d后，有的菌株可产生粉红色或红色色素，但

2 000
PHE PUT
CAD

1 000

ˉ100
0.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䰤/min
图5
Fig.5

菌均没产生生物胺可能因为培养时间短，菌体没生长到

B25样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HPLC chromatogram of sample B25

在 37 ℃时培养时产色素不良[17-18]。沙雷氏菌属是一类短
杆状细菌，一般存在于土壤、水、植物叶片、动物以及
人类的肠道和呼吸道中[19]。Durlu-Özkaya等[20]研究发现肠
杆菌科主要产腐胺、尸胺、酪胺和组胺，本实验的结果
与其保持一致。赵中辉等[14]发现多株细菌中居泉沙雷氏
菌（Serratia fonticola）的组胺产生能力最强，35 ℃培养
液中的组胺质量浓度高达7.88 mg/L。该菌有较强的产生

由图5可知，B25样品可产生3 种生物胺，分别为苯

生物胺能力，对高蛋白食品的安全存在较大潜在威胁。

乙胺、腐胺和尸胺，其中腐胺的质量浓度最高。经计算
腐胺含量可达0.41 mg/mL，尸胺的含量为0.23 mg/mL，

本实验为沙雷氏菌产生生物胺导致食品腐败提供参考依

苯乙胺的含量为0.05 mg/mL。
3

据。生物胺主要通过具有脱羧酶活性的微生物的脱羧作
用而产生，通过控制合成脱羧酶的基因而从根本上控制
生物胺的产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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